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21-038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经
事后审查发现，公司《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第二节股东信息”之“(一)普通
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采用了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含信用账户合并名册，现更正采用含信用账户合
并名册。具体情况如下：
“第二节股东信息”之“(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
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8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48% 770,835,254

黄巧灵

境内自然人

11.83% 309,192,225 231,894,16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55% 249,777,182

黄巧龙

境内自然人

3.28% 85,836,643 64,377,48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20% 57,405,786

0

普信投资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2.18% 57,094,076

0

刘萍

境内自然人

1.37% 35,910,758 26,933,06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境内非国有

0.94% 24,589,206
1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质押

0

0

数量
99,000,000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23,990,692

0

刘岩

境内自然人

0.92% 23,957,669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70,835,254 人民币普通股 770,835,2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9,777,182 人民币普通股 249,777,182

黄巧灵

77,298,056 人民币普通股

77,298,05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405,786 人民币普通股

57,405,786

普信投资公司－客户资金

57,094,076 人民币普通股

57,094,07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24,589,206 人民币普通股

24,589,20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蓝
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990,692 人民币普通股

23,990,692

刘岩

23,957,669 人民币普通股

23,957,66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
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1,779,959 人民币普通股

21,779,959

黄巧龙

21,459,161 人民币普通股

21,459,1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黄巧灵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黄巧龙、刘萍为实际控制人黄巧灵先生的关联自然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70,121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持股数量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29.48% 770,835,254

黄巧灵

11.83% 309,192,225 231,894,169

境内自然人

9.55% 249,777,182

黄巧龙

3.28% 85,836,643 64,377,48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

2.20% 57,405,786

2

股份状态

0 质押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0

0

数量
99,000,000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
普信投资公司－客户资
境外法人
金

2.18% 57,094,076

刘萍

1.37% 35,910,758 26,933,068

境内自然人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新蓝筹灵活
其他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0.92% 23,990,692

0

刘岩

0.92% 23,957,669

0

0.83% 21,779,959

0

境内自然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
其他
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70,835,254 人民币普通股

770,835,2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9,777,182 人民币普通股

249,777,182

黄巧灵

77,298,056 人民币普通股

77,298,05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405,786 人民币普通股

57,405,786

普信投资公司－客户资金

57,094,076 人民币普通股

57,094,07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
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990,692 人民币普通股

23,990,692

刘岩

23,957,669 人民币普通股

23,957,66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
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1,779,959 人民币普通股

21,779,959

黄巧龙

21,459,161 人民币普通股

21,459,16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趋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7,793,078 人民币普通股

17,793,0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黄巧灵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黄巧龙、刘萍为实际控制人黄巧灵先生的关联自然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无
况说明（如有）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21 年三季度报告》
将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3

